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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马真”精神 深化“三抓一优”
本报讯 记者饶红斌报道:昨日，
市委书记丁小强出席通山县 2017 年度
综合考评意见反馈会，强调要坚定不移
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践行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高质量
绿色发展。
在考评反馈会上，丁小强指出，过
去一年，通山紧紧围绕
“山通水富、绿色
发展”的战略目标，着力推进产业转型、
精准扶贫、城乡统筹、民生改善，绿色发
展有了新提升，改革创新有了新突破，
精准扶贫有了新亮点，党的建设有了新
加强。

丁小强要求，要坚定不移学懂弄通
态势。要以项目化、工程化、系统化方
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式来谋划推进工作，确保各项决策部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要把党的政
署不折不扣落实落地。要坚持走生态
治建设摆在首位，树牢“四个意识”、坚
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用好绿色资源
定“四个自信”，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 “富矿”，做好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产
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
业、全域旅游三篇文章。要坚守生态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环境底线，着力抓好环境突出问题整
坚定不移把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各项决
改。要始终坚持“早”字当头、
“ 干”字
策部署落到实处。要坚定不移推进高
为先、
“ 快”字为要、
“ 实”字托底，以马
质量绿色发展。全力以赴深化“三抓
上就办、真抓实干的“马真”精神投入
一优”，坚定不移推进大抓项目、抓大
工作，
奋力夺取
“开门红”。
项 目 ，集 中 精 力 、一 抓 到 底 、抓 出 实
丁小强强调，要坚定不移践行以人
效。要把招商引资作为头等大事，迅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快脱贫攻坚
速掀起大招商、招大商、招好商的火热
步伐，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统

筹抓好
“衣食住行、业教保医”等民生工
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特别是春节将
近，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抓好重点
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遏制较大
安全事故。要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向纵深发展、向基层延伸。压紧压
实
“两个责任”，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
建设，着力锻造过硬领导班子 ，做到
“三个一以贯之”和
“五个过硬”，努力当
好新时代的答卷人。
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张方胜参加
反馈会。

培育高质量绿色发展新动能
□ 朱哲

近段时间，市委书记丁小强多次强
调，咸宁要着力在推动高质量绿色发展
上下功夫、见实效，加快构建绿色产业
体系。
对咸宁这座绿色资源富集的新兴
城市而言，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普遍形

态，高质量是绿色发展的内在属性。
咸宁率先建成全省特色产业增长
极，必须加快培育高质量绿色发展新动
能，大力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从而不断
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后劲。
壮大实体经济是培育高质量绿色发
展新动能的着力点。着眼于增强产业竞
争力，
以
“三抓一优”
为抓手，
对战略性新
兴产业突出
“引大培强”
，
对传统优势产业
突出改造提能。做大做强以咸宁高新区

为首的特色产业园区，
突出
“创新引领”
，
形成产、
学、
研一体化创业体系。
深化改革开放是培育高质量绿色
发展新动能的牛鼻子。用好咸宁各项
改革试点机遇，着力抓好重点领域和关
键环节的体制机制突破，着力拓展全方
位、多渠道、宽领域的供给空间，通过改
革打通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同所有
制企业之间的“瓶颈”，通过开放增强市
场、资本、要素、技术、人才和先进管理

等制度供给。
发力创新驱动是培育高质量绿色
发展新动能的加速器。要以科技创新
为重点，全面推进管理创新、制度创新
等全方位、系统化的创新创造。加快建
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
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对中小
企业创新的支持，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力
度，通过科技创新发展更多新技术、新
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

本报讯 记者饶红斌报道：昨日，根据市
委统一安排，市委书记丁小强赴通山全程参
加并指导通山县委常委班子民主生活会，强
调要充分运用好民主生活会的成果，树牢“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争当“四个表率”，
以实实在在的整改落实成效向全县人民交上
一份满意答卷。
在认真听取通山县委书记石玉华代表县
委常委班子作的对照检查，常委班子成员开
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后，丁小强说，这次民主生
活会充分贯彻了市委的部署要求，是一次高
质量的民主生活会。大家的发言紧扣主题、
直面问题、联系实际，自我剖析深刻，查摆问
题严格，相互批评诚恳，触及了思想和灵魂，
达到了统一思想、增进团结、凝聚力量的目
的。要充分运用好这次民主生活会的成果，
重
整行装再出发，带头提高政治站位、树立历史
眼光，
强化理论思维，
增强大局观念，
全面加强
县委常委班子自身建设，
着力锻造全面过硬的
坚强领导集体，
在推动通山高质量绿色发展中
更好地发挥表率作用和
“头雁”
效应。
丁小强要求，要争当“高举旗帜、知行合
一”的表率，在新时代的新征程上，办好通山
的事、抓好班子建设，最关键、最首要、最根本
的是要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要以“新时代湖北讲习所(通山) ”为载体，以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主题，在全县来一场
大学习，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在通山进一步形成生动实践。要争当
“维护核心、对党忠诚”的表率，把维护习近平
总书记核心地位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作为
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把忠诚体现
到岗位上、落实到行动中。
丁小强强调，要争当“敢于担当、真抓实
干”的表率，带头干在实处、干在要处，努力把
通山的事情办成办好。要争当“克己奉公、廉
洁自律”的表率，带头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实施细则精神和省、市落实办法，把民主生活
会带来的思想共识转化为履职尽责、担当作
为、推动工作的精神动力，转换为加快通山
“山通水富、绿色发展”的实际成效，为实现咸
宁高质量绿色崛起体现通山担当、贡献通山
作为。
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张方胜参加会议。

丁小强指导通山县委常委班子民主生活会时强调

丁小强出席通山县 2017 年度综合考评意见反馈会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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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晖到通城县

反馈2017年度综合考评意见
参加指导通城县委常委班子民主生活会
本报讯 记者李嘉报道：
昨日，根据市委统一安排，市委
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吴晖到通
城反馈该县 2017 年度市委综合
考评意见，并参加指导通城县
委常委班子民主生活会。
在考评反馈会上，吴晖强
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捍卫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和全党
的核心地位，在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省
委市委的工作安排上，出实招、
用实功、见实效。要深入推进
改革创新，完善体制机制，大力
推动权力依法公开透明运行，
着力提升县域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水平。要强化“底
板”意识，兜住民生底线，坚决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
脱贫、污染防治
“三大攻坚战”
。
通城县委对开好班子民主

张灯
结彩
随着春节临近，大街小巷
张灯结彩、一派红红火火的景
象。
11 日，永安城区街头，市
民们正在选购大红灯笼、中国
结、大红福字等具有中国传统
喜庆元素的饰品，喜迎新春佳
节。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灿 夏正锋 摄

社区里的小春晚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新春看变化

“因为 我 们 是 一 家 人 ，相 亲 相 爱
的 一 家 人 ，有 缘 才 能 相 聚 ，有 心 才 会
珍 惜 ……”2 日 晚 ，温 泉 办 事 处 金 叶
社区金叶幼儿园内，一台由社区居民自
编自导自演的
“春晚”在《相亲相爱一家
人》的音乐中火热开场。
舞台背景墙上，硕大的一个
“家”字

王莉敏

摆在正中央，突出了此次春晚的主题。
南城一品小区舞蹈队表演广场舞《过年
啦》、蔡光英老人表演独唱《花楼恋歌》、
社区柔力球爱好者表演《阳光年华》、民
族舞《天上的西藏》、合唱《幸福在哪
里》……一个个精彩的节目轮番上演。
许多居民祖孙三代齐聚现场，老人
激情满满地参加表演，晚辈充满期待地
观看演出、加油鼓劲，现场气氛热烈，台
上台下融为一体，大家沉浸在温馨、欢
乐的海洋里。
70 岁的钱芳贵是腰鼓队的领队，

通讯员

我市去年为企业减负 9.9 亿元，涉企行政事业
收费项目全省最少——

董梦平

打起钗来精气神十足，在她的带领下，
十多位老人卖劲打着腰鼓。她们激动
地说：
“头一次在家门口参加春晚，为街
坊邻居表演节目，
真是太高兴啦!”
这台晚会的演出者年龄多在60岁以
上，平日里都是社区的文艺爱好者。其
中，
年纪最大的表演者陈心遗已经71岁。
社区干部告诉记者，在金叶社区，
像腰鼓队这样的文艺团队有 6 支，平日
里哪里有红白喜事，哪里就有他们的身
影。自从社区发出举办春晚的通知后，
大家报名踊跃，共选送了 24 个节目。

此次正式演出的 12 个节目是经过精心
筛选的。
据介绍，一直以来，
该社区高度重视
精神文明建设，不断组织各类活动丰富
群众文化生活。去年，又投入 10 多万
元，
对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进行提档升级，
专供社区居民学习、
娱乐、
排练节目等。
此次春晚，全体社区干部也走上了
舞台，为大家表演了诗歌朗诵《和谐社
区赞歌》。整台晚会展现了社区居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社区大家庭的热
爱，以及对祖国的良好祝愿。

今日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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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会高度重视，按照市委要
求做了充分扎实的准备工作。
在认真听取发言后，吴晖对县
委常委班子民主生活会给予充
分肯定。吴晖强调，县委班子
要突出抓好政治建设，在思想
上、政治上、行动上紧跟党中央
的步伐，将自己的一生融入党
的事业。要以身作则转作风，
坚决反对和克服特权思想、特
权现象，抓早抓小，防微杜渐。
要久久为功抓整改，经常性地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做到即
知即改、立行立改，把整改措施
与日常工作结合起来，把民主
生活会带来的思想共识转化为
抓工作、促发展的强大动力。
当天，吴晖还赴通城县隽
水镇，开展党代表联系日活动，
走访慰问了胡光早、彭献会等
特困老党员。

新闻热线：
18907249111

电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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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企业轻装前行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贺春音

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降成本行动，是党中央、国务
院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
推进我市经济健康发展，实现
绿色崛起，率先建成全省特色
产业增长极的重要举措。
2017 年 8 月，我市在《市人
民政府关于支持企业降低成本
提升竞争力的意见》的基础上，
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降低企
业成本激发市场活力的意见》，
从 9 个方面出台降低企业成本的
24 条意见，打出降成本组合拳，
扎实推动各项减税降费政策落
地。2017 年，累计为企业减负
值班社长：
柯建斌

通讯员

李晶亮 胡炜光

约 9.9 亿元，
让企业轻装前行。
减免企业税费 5.27 亿元
“降低企业税负，是‘降成
本’组合拳中的一记重拳。我
市全年为企业减免税费近 5.27
亿元。”市经信委主任郭冰生介
绍说。
2017 年，全市享受小微、高
新技术、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研
发费加计扣除、免征增值税等
10 余项税收优惠政策累计减免
税额 40467.43 万元，惠及 42.22
万户次纳税人；减免规费基金
12200 万 元 ，惠 及 企 业 10585
家。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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